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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院举行远程医疗服务中心暨互联网医院揭牌仪式
杏林快讯

商报讯 6月6日， 淮安市
第二人民医院举行远程医疗服
务中心暨互联网医院揭牌仪
式。 市卫计委副书记张其虎应
邀讲话， 并与市二院医疗集团
理事长、党委书记、院长解满平
共同揭牌， 集团理事成员单位
负责人、 市二院领导班子成员
及临床、职能部门负责人共150
余人参加仪式。
解满平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 他说远程医疗是通过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远距离采集、监
测、诊断、治疗和咨询，不受地
域和时间限制， 低成本、 高效
率， 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
率、改善群众看病就医途径，降
低医疗及相关费用、 推进城乡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新型医
疗服务模式。 市二院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进实施“健康中国、 健康淮

XING LIN KUAI XUN

市三院召开临床医师实习结束座谈会

商报讯 6月6日， 市三院召开济宁医学

安”战略,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
管理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
需求， 紧紧围绕国家大力推进
的分级诊疗制度、 集团内资源
共享的原则，积极开展工作。 市
二院现已搭建远程医疗服务信
息化平台， 集团单位内远程影
像开通16家； 远程心电开通5
家；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
教育已试运行； 远程病理已签
订建设协议； 与10个基层医疗
机构搭建了双向转诊信息化平

肺小结节暗藏“
杀机”

台；建立了专科医师、家庭医师
和村医的三级医师管理网。
互联网医院的成功创建，
使病人在基层就可接受市级专
家会诊， 并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治疗和护理， 既提高了诊断准
确率，又节约了病人的时间、费
用，为群众就医开辟了新途径。
仪式由市二院副院长徐天
笔主持。 揭牌仪式后，大家参观
了互联网医院。
○侍艾苑 冯颖洁

精准定位微创清除

——
—市一院肺外科开展双肺多发原位癌手术治疗

商报讯

日前， 淮安市第
一人民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淮安第一医院） 肺外科副主
任尤振兵团队成功开展淮安首
例双肺多原发结节胸腔镜下微
创手术， 术中通过病理科快速
诊断，发现3枚肺部小结节均为
早期肺原发癌， 从而为患者解
定时炸弹”。
除了“
尤振兵是一院肺癌多学科
诊疗团队外科牵头人。 据其介
绍， 肺结节诊疗需建立在精准
评估的基础上， 往往需要多学
科参与， 既不能漏掉恶性原发
癌， 也不能对良性组织过度治

疗。 为此，市一院成立肺癌和肺
结节多学科诊疗团队， 对部分
病例，多科室专家一起讨论、评
估，为肺结节定性，制定精准方
案，从而保证治疗效果。
尤振兵介绍， 肺结节的手
术要求非常精确， 由于肺结节
非常小，有时只有几毫米，在术
中肉眼是无法观察到的， 因此
定位非常重要。 本次手术中，他
的团队在呼吸科王继鹏副主
任、CT室及病理科的协助下，完
成CT引导下肺部小结节精准定
位后，把穿刺针打到肺结节上，
并注射染色剂， 同时用穿刺针

一岁宝宝腹胀如西瓜
商报讯

1岁大的女童小
雨（化名）体重只有10公斤，可
她的肚子里却藏了1.5公斤的肾
积水。 6月6日，小雨在淮安市妇
幼保健院进行了腹腔镜下左侧
肾积水手术， 将1500毫升积水
排出。 据悉，该积水量是淮安同
类患儿之最。
小雨妈妈吴女士（化名）说，
产检时就发现小雨左侧有肾积
水， 当时医生建议她定期复查，
可吴女士和丈夫没把这事放在
心上。 小雨出生后，排尿也正常。
可近日，吴女士发现小雨的肚子
越来越大，这才想起当初医生的

把结节部位钩住上拉。 这才做
到了快速准确切除， 避免了误
切和漏切。
该院肺癌多学科诊疗团队
胡忠吾医生提醒， 对于体检发
现的肺部小结应引起重视，要
到专业的胸外科或呼吸科就
诊； 若肿瘤大于1.5厘米或高度
怀疑恶性，最好采取手术治疗，
临床上1厘米左右的肺恶性小
结节多为早期腺癌， 而肺腺癌
又具有早期转移的特点， 因此
对于结节小于1.5厘米且CT上
恶性改变不明显的患者， 一定
要坚持定期随访。
○陆雪川

手术排出1.5公斤肾积水

提醒，便赶紧带着女儿到医院就
诊。“
孩子来的时候整个肚子胀
得很厉害，像个西瓜，检查显示
孩子左肾有大量积水，肾脏被撑
开，直径达到了25厘米，几乎整
个腹腔都被这个巨大的肾占据
了。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泌尿外
科副主任医师张丰年说。
小雨的病情非常严重，专
家团队立刻为小雨制定手术方
案。 6月6日下午，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陆如纲
和张丰年共同为小雨实施腹腔
镜手术。“
术中我们从孩子左肾
排出1500毫升积水， 重达1.5公

斤。 ”张丰年说。
2个多小时的手术顺利结
束后， 小雨的左侧肾脏安全保
留了下来。“肾盂是人体集中尿
液的容器， 如果它与输尿管交
界处狭窄， 就会造成先天性肾
积水， 从而使肾盂里的尿液不
能顺畅排出。 时间一长，肾盂压
力增加且慢慢扩张， 就形成了
肾积水， 久而久之会导致肾功
能减退，甚至衰竭。 ”张丰年说。
医生提醒， 一旦发现肾积
水，一定要尽快就医治疗。 此外，
产检是发现疾病的有效措施，准
妈妈一定要坚持产检。 ○刘威

院2018届精神卫生专业临床医师实习结束座
谈会。 市三院是济宁医学院教学医院。 今年2
月， 该院承担10名济宁医学院2018届精神卫
生专业学生的临床实习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
学习，同学们将于6月中旬完成实习。
座谈会上， 同学们畅谈实习期间的认识
和收获， 对带教老师给予的帮助和尽职尽责
的教学表示衷心感谢。 此次座谈会在促进市
三院临床带教老师与实习生交流的同时，也
帮助带教老师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
了教学相长， 为该院以后的临床教学和管理
打下了良好基础。
○孙荣英 王从杰

市四院引进
肝脏硬度及脂肪变定量无创诊断设备

商报讯

近日， 市四院引进的国际先进
肝 功 能 剪 切 波 量 化 超 声 诊 断 仪 FibroScan
502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该院肝脏疾病诊断
水平再上新台阶。
目前， 临床上判断脂肪肝及肝纤维化程
度的“金标准”是肝穿刺检查，但其具有一定
创伤性，难以反复多次进行。而通过市四院引
进的FibroScan 502，检查前不需特殊准备，只
需数分钟，通过一次检查，可同时完成肝脂肪
含量和纤维化程度的测定， 对纤维化各期的
分级诊断准确性在80%以上； 具有无创、无
痛、安全、快速及可重复等优点，检测结果可
追溯，便于对患者进行长期动态跟踪及随访。
○朱建国 张丽娟

园区医院积极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商报讯 6月6日， 园区医院召开文明城
市创建专题会议， 院长姜殿翠传达了园区关
于
“文明城市创建”、“
‘263’专项行动”等会议
精神，部署了全院卫生清洁活动方案。
院长姜殿翠要求科室负责人以身作则，
积极组织科室当日在班人员， 利用下午下班
时间对医院室内外环境进行全方位大扫除，
以实际行动助力淮安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下
午下班后，该院医护人员在保证急诊、病房正
常诊疗工作的同时，开展大扫除，使医院内外
环境更加整洁卫生， 也增强了大家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戈亚南

淮阴医院邀请台湾专家开展品管圈培训

商报讯

6月1-2日，淮阴医院护理部特
邀台湾护理专家、IDM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高级讲师赵维明来院开展《品管圈在医院
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培训。 该院中层管理人
员及各科室品管圈辅导员、圈长、圈员200多
人参加了培训。
为期两天的培训中，赵维明围绕品管圈
理论知识与实务操作进行讲解，对品管圈活
动每个步骤的关键点辅以案例进行重点启
发。 两天来，会议室一直坐无虚席，大家纷纷
提出了在品管圈活动开展中遇到的问题与疑
○徐全
惑，赵维明均逐一耐心解答。

